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晴   天   旅   遊 
英英倫倫四四““蘭蘭””完完整整之之旅旅（（含含蘇蘇、、愛愛、、北北愛愛））1166 日日  

2018/6/8 限限定定出出團團--國國泰泰航航空空  
【行程重點】 
英格蘭行程重點： 
 科滋窩丘陵，處處散佈古老房舍的小鎮和村莊，建築獨具一格，風景質樸秀麗。 
 史特拉福，大文豪莎士比亞出生地，小鎮環境清幽，典型的英格蘭田園風光。 
 契斯特，處處顯現出 16 世紀都鐸建築的濃厚特色，遊走其間別具特色！ 
 英格蘭湖區，如同群山之中晶瑩寶石般優雅而美麗，波光粼粼，特別安排乘舟遊湖。 
 巴斯，保存完好的古羅馬浴場遺址，米色房舍，襯托出城市優雅的一面。 
 溫莎古堡，名聞遐邇的情聖溫莎公爵之故居，現今它仍是女王週末渡假的莊園。 
 牛津大學，英國最古老之大學，電影「哈利波特」中霍格華茲學校的主要拍攝場景。 
 畢斯特暢貨中心，多樣的精品名牌，合理的過季價格，您絕對會喜歡。 
 格林威治天文台，全世界的時間乃以格林威治為基準。 
 倫敦，世界大都會，充滿歷史風情及人文氣息。倫敦塔的「非洲之星」令人產生無限遐想，

世界級的大英博物館，館內收藏令人目不暇給。 
蘇格蘭行程重點： 
 愛丁堡，聳立在花崗岩山丘上的愛丁堡古堡，風光浪漫迷人，素有北方的雅典之稱。 
愛爾蘭行程重點： 
 都柏林，愛爾蘭首都，18 世紀的喬治式風格建築，存留濃厚的英國氣息。 
 莫黑斷崖，瀕臨大西洋最壯麗的海岸，突兀的峭壁，猶如來到世界的邊緣。 
 基拉尼國家公園，愛爾蘭第一座國家公園，穆克羅斯別墅，美麗的維多利亞式宅邸。 
 布拉尼城堡，親吻傳說中的布拉尼石頭，即可成雄辯之才。 
 都柏林欣賞傳統民俗表演。 
北愛爾蘭行程重點： 
 巨人石道，冰河時期形成的玄武岩石柱，綿延於海岸邊長達 8 公里，讓人嘖嘖稱奇。 
 貝爾法司特，北愛爾蘭首府，著名沈船「鐵達尼號」的啟航地。 

 
【世界遺產】 
 行程參觀 6 處 UNESCO 世界遺產地：愛丁堡古堡（1995）、巨人石道（1986）、巴斯（1987）、

倫敦塔（1988）、西敏寺（1987）、格林威治（1997）。 
 
第01天 台北✈香港 Hong Kong✈都柏林 Dublin【愛爾蘭】 

CX-531 TPE/HKG 2000/2155－參考航班 
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搭機飛往愛爾蘭首都－都柏林，班機將於隔日早晨抵達。 
早餐：X                    午餐：X                      晚餐：機上用餐 
住宿：機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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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02天 香港✈都柏林 Dublin【愛爾蘭】－寶爾勢格莊園 Powerscourt Estate－布拉尼城堡

Blarney－科克 Cork 
CX-301 HKG/DUB 0100/0645－參考航班；（行車：300 公里，4.1 小時） 
上午抵達愛爾蘭首都－都柏林。隨即專車前往★寶爾勢格莊園，這裡被評價為愛爾

蘭不能錯過的十大景點之一，雖沒有宏大的皇家氣勢，卻顯得格外精緻，是歐洲最

好的私人花園之一。隨即專車前往布拉尼，雖然只是人口只有 2000 人的小鎮，但

郤有重要的觀光景點－★布拉尼城堡。此堡最引人注目的是城堡屋頂上的「布拉尼

之石」，傳說中親吻布拉尼石頭，可成雄辯之才，許多夢想成為能言善道之士的遊

客，紛紛沿著細窄的石梯爬到高 26 公尺的城堡頂端挑戰親吻布拉尼之石，之後驅

車續往科克並於飯店用餐休息。 
早餐：機上用餐               午餐：西式料理               晚餐：飯店用餐 
住宿：Imperial Hotel Cork 或 The River Lee Hotel 或同級 
 

第03天 科克 Cork－基拉尼 Killarney－里莫瑞克 Limerick 
（行車：408 公里，5.3 小時） 
早餐後專車前往▲基拉尼國家公園，這是愛爾蘭第一座國家公園，高山與森林交織

的優美風景無限延伸，公園以 3 座湖泊為中心，▲穆克羅斯湖即是中湖，是國家公

園內唯一有環湖公路環繞的湖，在此參觀維多利亞式大宅★穆克羅斯別墅，1843
年由愛丁堡的建築師興建，1861 年維多利亞女王曾來訪。隨後前往愛爾蘭文化重鎮

的▲里莫瑞克，坐擁約翰王城堡、簽約石、兩大教堂等歷史景點或建築，加上各式

美術館、博物館，並常有藝文活動在此地舉辦，更讓里莫瑞克擁有文化之都的美稱，

今晚於飯店內享用晚餐且夜宿於此。 
早餐：飯店早餐               午餐：西式套餐               晚餐：飯店用餐 
住宿：Radisson Blu Limerick 或 Castle Oaks House Hotel Limerick 或同級  
 

第04天 里莫瑞克－莫黑斷崖 Moher Cliffs－高威 Galway 
（行車：350 公里，4 小時） 
早餐後前往瀕臨大西洋最壯麗的海岸－★莫黑斷崖，高約 182 米，長將近八公里長

之黑色石灰岩，垂直由大西洋海中冒出，突兀的峭壁，海浪的沖擊，形成令人讚嘆

的自然景觀。漫步斷崖邊緣，只覺驚濤拍岸，海鳥鳴叫，猶如來到世界的邊緣。（此

處因受大西洋海風影響風速極強，請小心行走）。在懸崖頂端，高聳著一座▲歐布

萊恩塔，建於 19 世紀初，位斷崖最高處，猶如一個勇敢的騎士挺立在山頭。而後

續前往位於愛爾蘭西北方第三大城－▲高威，整個城市還殘留著濃厚的凱爾特風

情，有許多中世紀建築物，以及色彩鮮豔的商店，今日晚餐特別安排當地傳統料理

與表演。 
早餐：飯店早餐              午餐：西式套餐             晚餐：飯店用餐 
住宿：Clayton Hotel Galway 或 Radisson Blu Galway 或同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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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05天 高威－都柏林 Dublin 
（行車：208 公里，2.1 小時） 
早餐後驅車前往愛爾蘭首都－都柏林，愛爾蘭人以好客、友善、幽默而聞名，首都

都柏林已經發展成高科技的都市，也是歐洲快速成長的都市之一，雖有千年歷史，

但多數主要建築物屬於 18 世紀的喬治式風格，存留濃厚的英國氣息。走訪英國曾

經統治近 800 年象徵的▲都柏林古堡，以及相當於英國之劍橋或牛津的三一學院★

圖書館。都柏林同時是健力士（GUINNES）啤酒的產地，當然一定要安排去★健力

士博物館品嚐健力士黑啤酒，很多人認為原產地的比較好喝，等您喝過再來看看您

是否有一樣的評論，晚間特別安排★愛爾蘭傳統表演，為您的都柏林之夜畫下完美

句點。 
早餐：飯店早餐           午餐：中式料理          晚餐：當地料理+傳統表演 
住宿：Red Cow Moran Hotel 或同級 
 

第06天 都柏林 Dublin－巨人石道 Giants Causeway－貝爾法斯特 Belfast【北愛爾蘭】 
（行車：171 公里，2.2 小時） 
早餐後前往北愛爾蘭最富盛名的★巨人堤道【UNESCO，1986】，由冰河時期火山活

動所流出的熔岩冷卻後形成的玄武岩石柱，緊密相鄰如同步道，綿延於海岸邊長達

8 公里，共計 37,000 支，讓人嘖嘖稱奇。傳說愛爾蘭巨人興建了這個堤道以便走到

蘇格蘭，對抗蘇格蘭巨人，所以稱之為巨人石道。隨後前往連結巨人堤道斷崖與海

灣小島的▲路中石古繩橋，此一吊橋全長 18 公尺、高 24 公尺，完全用粗繩串聯起

來的繩索吊橋，高懸於海邊懸崖之間，行走其間，驚心動魄。隨後續往北愛爾蘭首

府，同時也是北愛爾蘭最大的海港－貝爾法斯特，貝爾法斯特的造船業擁有悠久的

歷史。抵達後前往★鐵達尼號博物館參觀，此地為 1911 年當時全球最大的鐵達尼

號的建造地及啟航地，其驚人規模及建造技術，仍令今日的愛爾蘭人感到非常自

豪；接著走訪文藝復興的建築傑作▲市政府，是採用名為波特蘭石灰岩的建築物；

該市的地標▲大劇院，保持著維多利亞王朝優美風貌；而▲植物園可飽覽 19 世紀

興建的優雅建物以及熱帶植物之美。 
早餐：飯店早餐               午餐：西式料理              晚餐：飯店用餐 
住宿：Europa Hotel Belfast 或同級 
 

第07天 貝爾法斯特－（渡輪 Car Ferry）－凱萊恩 Cairnryan－格拉斯哥 Glasgow 
（行車：315 公里，4.5 小時） 
早餐後前往貝爾法斯特北邊的港口城市拉尼，搭乘渡輪至對岸凱萊恩。抵達後驅車

前往蘇格蘭第一大城及商業文化中心▲格拉斯哥，由於濱臨海灣、水深港闊的優良

條件，使格拉斯哥在 17 世紀成為貿易樞紐，是個充滿活力的富裕城市，市中心的

▲喬治廣場可說是個露天的建築博物館，廣場四周滿是維多利亞時期留下的精緻建

築，尤其是建於 1883 年文藝復興風格的宏偉建築▲市政廳，特別醒目。 
早餐：飯店早餐        午餐：船上（每人發餐費 15 歐）      晚餐：飯店用餐 
住宿：Crowne Plaza 或同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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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08天 格拉斯哥－愛丁堡 Edingurgh 

（行車：83 公里，1.1 小時） 
早餐後前往愛丁堡【UNESCO，1995】，不僅要從多樣藝術面品嚐，更要深入它的歷

史淵源去深刻體驗。首先來到中世紀街道的▲皇家哩路漫遊，皇家哩路西端起自城

堡，東端是聖路德奧古斯丁教堂，早期是皇宮貴族使用的大路，現在是愛丁堡最熱

鬧的一條路，四周盡是一間間古色古香又充滿趣味的商店。隨後參觀聳立在花崗岩

山丘上的★愛丁堡古堡，曾經是王宮、要塞、監獄 …等多重功能，在古堡入口處的

左側，豎立電影《英雄本色》中梅爾吉勃遜飾演的蘇格蘭民族英雄的塑像▲威廉華

萊士，他在 700 年前，為蘇格蘭獨立領軍抗英，屨建奇功，古堡中的▲寶物廳珍藏

著蘇格蘭王加冕時所坐的寶座「命運之石」，千萬不能錯過。午餐後參觀皇家哩路

盡頭是極華麗的★聖十字王宮，此乃女王在蘇格蘭的官邸（此官邸並非天天開放，

如遇女王停留，則暫停開放，敬請見諒）。午餐後將保留自由活動時間，您可有時

間於全球精品匯集的▲王子街購物，洶湧的人潮搭配著山谷上中世紀的建築，現代

與古典和諧的相交融著！晚上安排★蘇格蘭傳統風味餐，並欣賞蘇格蘭民俗風笛歌

舞表演。 
早餐：飯店早餐      午餐：亞洲式自助餐     晚餐：當地料理+傳統歌舞表演 
住宿：Apex City Hotel  或同級 
 

第09天 愛丁堡－溫特米爾 Windermere 
（行車：242 公里，3.1 小時） 
早餐後驅車前往英格蘭湖區－溫特米爾，並且特別安排★乘舟遊湖（45 分鐘），體

驗溫德米爾湖的浩瀚之美，順著無垠的山巒原野，錯落著山林小屋與綿羊牛群，最

美的畫面盡在眼前，著實令人心醉，隨後入內參觀帶您走進★碧翠絲波特的世界

館，感受彼得兔的故事的夢幻童話空間。 
早餐：飯店早餐               午餐：西式料理               晚餐：飯店用餐 
住宿：Low Wood Hotel 或同級 
 

第10天 溫特米爾－契斯特 Chester－埃文河畔史特拉福 Stratford upon Avon 
（行車：380 公里，4.1 小時） 
早晨前往濃厚都鐸建築特色的★契斯特，濱臨風光如畫的迪河，契斯特也是英國唯

一有完整羅馬古城牆的城市，城牆由紅色砂岩砌成，雄偉堅固，您可從容地在▲羅

馬古城牆上散步及參觀▲大教堂，其中東門有精緻華麗的▲鐘塔，為慶祝維多利亞

女王就位 60 週年所建。另一個迷人的特色為已有六百年之久的▲列屋，又名「柔

思商店街」，其木質黑白色相間的都鐸式建築及擁有拱廊之購物商店別具特色。而

後續往大文豪莎士比亞出生地－▲史特拉福，小鎮座落在景色怡人的雅芳河畔，全

名為雅芳河畔的史特拉福，環境清幽，一派典型的英格蘭田園風光。到達後參觀★

莎士比亞誔生故居，隨後順著典雅的舊街漫步，沿途一景一物或是莎翁傳奇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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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，都令您流連忘返。之後參觀莎士比亞夫人出生地★安妮故居，據說莎士比亞每

天從家裡走路過來和安妮約會。 
早餐：飯店早餐               午餐：中式料理               晚餐：西式料理 
住宿：The Falcon Hotel 或同級 
 

第11天 埃文河畔史特拉福－畢斯特暢貨中心 Bicester Village－牛津 Oxford 
（行車：380 公里，4.1 小時） 
早餐後驅車前往▲畢斯特暢貨中心（Outlet），這裡有多樣的精品名牌與合理的過季

價格，您絕對會喜歡。隨後續往▲牛津大學城，其歷史可追溯到 13 世紀，為英國

最古老之大學，這個大學城在過去八百多年中，為全世界造育出許多傑出人士，陸

續修建的大學城連磚瓦樹木都沾染了些許的學術氣息。而牛津大學城內的★基督學

院是電影哈利波特中霍格華茲學校的主要拍攝景，而▲包德連圖書館已是牛津的重

要地標，續走訪仿威斯的▲嘆息橋以及建築風格獨具的▲皇后學院，牛津大學的每

個學院都有不同的建築特色、人文風采，值得細細品味。（貼心叮嚀：今日中午為

方便逛街購物，午餐敬請自理。） 
早餐：飯店早餐                午餐：敬請自理            晚餐：中式料理 
住宿：Holiday Inn 或同級 
 

第12天 牛津－科滋窩丘陵區 Coltswold－巴斯 Bath 

（行車：128 公里，2.2 小時） 
早餐後前往▲科滋窩丘陵區，悠遊伸展於一片美麗的大自然之中，處處散佈著建築

獨具一格的古老房舍，風景質樸秀麗。其中的▲比伯利曾被譽為“英格蘭最美的村

落”，而整排的▲石造排屋，沿著山坡地形延伸而上，古意盎然。這裡是泰晤士河

及許多美麗河流的發源地，河流沿岸多有豐富的歷史古蹟及英格蘭最漂亮的鄉間景

色。隨後前往以古溫泉聞名之城市－巴斯【UNESCO，1987】，巴斯的揚名，不單在

保存完好的古羅馬浴場遺址，更因巴斯位於雅芳河河谷起伏連綿的山陵間，到處可

欣賞到壯麗的鄉野景致。抵達後參觀★古羅馬大浴池，內有泥漿室、三溫暖屋及許

多馬賽克拼花地板遺跡；美麗的▲皇家新月樓廣闊排列在此城；雄偉的▲巴斯修道

院以及從▲普特尼橋望著夢幻般的巴斯尤其美麗！ 
早餐：飯店早餐               午餐：西式料理               晚餐：飯店用餐 
住宿：Hilton Bath City Hotel 或 Bailbrook House Bath 或同級 
 

第13天 巴斯－溫莎古堡 Windsord Castle－格林威治 Greenwich－倫敦 London 

（行車：197 公里，2.5 小時） 
早餐後前往名聞遐邇的情聖溫莎公爵之故居－★溫莎古堡，雄踞泰晤士河岸山丘

上，現今它仍是女王週末渡假的莊園，是英國最古老且一直有人居住的王室宅邸，

歷代君王所做的改建與擴建，使他成為展現王權品味的非凡建築。▲聖喬治禮拜

堂，是溫莎古堡的建築經典，豪華的 15 世紀哥德式建築，而中區最醒目的建築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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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玫瑰花園圍繞的▲圓塔，續參觀▲國家套房、▲瑪麗皇后玩偶屋及▲滑鐵廬廳等

（溫莎古堡之各單位如有休館，並不預告，敬請體諒。），而後續往★格林威治天

文台【UNESCO，1997】，全世界的時間乃以格林威治為基準，向東至地球的背面走

一百八十度稱為東經，向西走一百八十度，稱為西經，而東西交接處即是國際換日

線。抵達倫敦後，特別安排搭乘泰晤世河畔的千禧地標★倫敦眼，這座高 135 公尺

的巨型摩天輪是英國為了迎接千禧年而建，32 個造型前衛的透明玻璃包廂，讓遊客

可以 360 度從高處俯瞰倫敦市區景觀，登上倫敦眼將帶給您完全不同的視野，留下

與眾不同的回憶。 
早餐：飯店早餐            午餐：炸魚&薯條            晚餐：義式景觀餐廳 
住宿：The Tower Hotel 或同級 
 

第14天 倫敦 London 
（全日市區觀光） 
早餐後前往參觀泰晤士河畔的★倫敦塔【UNESCO，1988】，塔內無數歷代皇家珍藏，

尤以權杖上耀眼的「非洲之星」令人產生無限遐想，與傳統的衛士的合影或塔外的

▲倫敦塔橋都是令人難忘的記憶。以及議會制度起源的▲國會大廈及▲大笨鐘，新

哥德式的宏偉建築已成為倫敦的地標，續參觀 13 世紀以來舉行加冕典禮及皇室婚

禮，近年來因達文西密碼一書而聲名大噪的★西敏寺【UNESCO，1987】，續行車經

過◎白廳宮及◎首相官邸。接著前往英國女王的住所▲白金漢宮，欣賞著名的的皇

家衛兵交接儀式（並不是天天舉行，遇雨也暫停），黑帽紅衣的禁衛軍與軍樂隊踏

著整齊劃一的步伐、雄糾糾氣昂昂地進行著傳統儀式，吸引許多遊客到此觀賞。午

餐後續參觀匯集世界文明遺跡的藝術殿堂★大英博物館，其文物收藏之豐富令人難

以想像，英國人總是驕傲的說：走一趟大英博物館就等於看到了全世界。 
早餐：飯店早餐               午餐：中式點心              晚餐：葡式烤雞 
住宿：The Tower Hotel 或同級 

 
第15天 倫敦－市區觀光－（泰晤士河遊船）－希斯洛機場✈香港 

CX-256 LHR/HKG 2010/1510+1－參考航班 

今日上午參觀★聖保羅大教堂（St Paul's Cathedral），係源自於薩克遜人的教堂，

歷年來舉行過許多隆重典禮。17 世紀重建過後華麗壯觀的大理石雕刻、金碧輝煌的

圓頂、壁畫，音樂家孟德爾頌曾經彈奏過的歐州第三大管風琴，都是教堂內部值得

一覽的珍寶！特別安排★泰晤士河遊船。午餐後前往倫敦每年除夕夜狂歡的所在▲

特拉法加廣場，廣場四周有▲聖馬丁教堂及▲國家藝廊。走訪▲海德公園及維多利

亞女王為了紀念他先生的▲亞伯特紀念塔及▲皇家亞伯特演奏廳。下午享受半日的

倫敦自由活動時間。您可以前往精品名店、百貨公司林立的▲麗晶街▲皮卡地里圓

環，琳瑯滿目的商品、令人目不睱給的櫥窗擺設，讓您一窺倫敦的時尚流行及享受

購物之樂。隨後帶著滿滿的回憶，前往機場辦理退稅及出境等手續，搭機飛返台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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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餐：飯店早餐               午餐：米其林一星               晚餐：機上 
住宿：機上 
 

第16天 香港✈台北  

CX-530 HKG/TPE 0850/1045－參考航班 

班機今日飛返台北，結束【英倫四“蘭”完整之旅 16 日】，返回溫暖甜蜜的家。 
 
說明：行程中★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，▲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，

◎標示為行車參觀。 


